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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急性弛缓陛麻痹
与手足口病关联分析
龚成张铁钢张朱佳子

罗明

目的探讨北京市手足口病流行对急件弛缓性麻痹（ＡＦＰ）发病的影响及其流行病
【摘要】
学联系。方法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发病情况。对ＡＦＰ病例利用ＲＤ、Ｌ２０Ｂ细胞分离

及鉴定病毒，并对非脊髓灰质炎肠道病毒（ＮＰＥＶ）阳性标本进行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和柯萨奇
病毒Ａ１６型（ＣｏｘＡｌ６）检测。通过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收集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病发病数
据，并对北京市２００８年ＡＦＰ发病情况与手足口病流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北京市ＡＦＰ报告病例数从１０８例增加到１７７例，ＮＰＥＶ分离率从ＩＩ．１ｌ％上升到２０．３４％，ＥＶ７１和
ＣｏｘＡｌ６两种病毒总检出率从０．９３％上升到１０．１７％。结论ＥＶ７１和ＣｏｘＡｌ６可能是ＡＦＰ发病增
加的重要原因。这部分病例并不表现出疹等手足Ｉ＝Ｉ病的典型症状，而是以ＡＦＰ为惟一表现，尤其
是在手足口病流行期。这部分病例所占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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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弛缓性麻痹（心Ｐ）病例监测，目的是及时

Ｔｈ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ＡＦＰ
７１

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对ＡＦＰ病例进行个案调查，

发现本土或输入性脊髓灰质炎（脊灰）病例…。北京

同时采集病例粪便标本，冷藏送至北京市ＣＤＣ脊灰

市按照《全国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监测方案》开展

实验室检测。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发病数

ＡＦＰ监测工作，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病例逐年

据和２００８年全国手足口发病数据来源于全国法定

增多，同期手足口病例也逐年增加。２００８年北京市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发生手足口病较大规模流行，为观察该病流行是否
对ＡＦＰ发病有影响，进行了本项研究。
资料与方法

２．检测方法：用于病毒分离及鉴定的ＲＤ、Ｌ２０Ｂ
细胞系及脊灰Ｉ、Ⅱ、Ⅲ型标准血清均来自ＷＨＯ。

病毒分离与鉴定按照ｗＨＯ《脊髓灰质炎实验室手
册））（２００４年第四版）操作，脊灰病毒阳性分离株带

１．资料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病例所

冰送往中国ＣＤＣ国家脊灰实验室，通过序列分析进

有资料均来自ＡＦＰ病例监测系统。由各区（县）疾

行型内鉴定。对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分离出的非脊灰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０

肠道病毒（ＮＰＥＶ），提取病毒ＲＮＡ，检测肠道病毒７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所

型（ＥＶ７１）和柯萨奇病毒Ａ１６型（ＣｏｘＡｌ６）。病毒

通信作者：龚成，Ｅｍａｉｌ：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９１１０９＠ｌ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为ＱＩＡＧＥＮ 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Ｍｉｎｉ Ｋｉ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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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实时荧光ＰＣＲ核酸检测试剂盒

显的季节性。北京市２００７年该病高发期为５—１０

（包括ＥＶ通用型、ＥＶ７１、Ｃｏｘ Ａ１６）购自达安基因股

月，发病例数占全年例数的８８．８５％，发病高峰出现

份有限公司。核酸提取与检测参照相应试剂盒说明

在７月；２００８年高发期为４—９月，发病例数占全年

书操作。实时荧光ＰＣＲ仪为美国应用生物公司

发病数的８９．１８％，发病高峰出现在５月。２００８年全

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 ７５００ Ｆａｓｔ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国手足口病高发期为４—８月，发病数占全年发病数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因ＡＦＰ发

的７８．９７％，发病高峰出现在５月，北京市手足口病的

病符合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采用正态近似法对不同年份

流行规律与全国基本一致。２００８年手足口病流行

ＡＦＰ病例数进行比较；对不同年份ＡＦＰ标本中ＥＶ７ｌ

高峰较２００７年提前１个月。

检出率和ＥＶ７１阳性或阴性ＡＦＰ病例的年龄构成比
２

较，均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对ＥＶ７１阳性或阴性ＡＦＰ

Ｏ

病例平均年龄的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８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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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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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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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发病概况：２００７年北京市ＡＦＰ病例数比２００６

Ｏ

（５１例）。２００７年北京市本地ＡＦＰ病例数与２００６年

２

ｌ

年增加１６．７％（１８例），２００８年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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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本地ＡＦＰ病例月份分布

基本持平，２００８年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１２５％（２５例），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正态近似检验，ｕ＝３．１０，

２００７年北京市本地ＡＦＰ发病高峰相对于同年

Ｐ＜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北京市发生小范围的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发病高峰延迟约４个月，２００８年延迟约２

流行，同年该病列为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２００８年

个月（图２）。

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多个省份发生较大规模手足口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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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病流行，卫生部并将该病正式纳入丙类法定传染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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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幢］。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病例数相对于２００７

４
２

４

Ｏ

年有大幅上升，增幅为６７．４３％（表１）；其中男性ｌｌ

３

８

２３５例，女性７２０２例，男女性别比为１．５６：１；患者
以０～５岁儿童发病最多，占发病数的８１．１％。２００８
年全国手足口病例数为４８８ ９５５例，北京市病例数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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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和手足口病报告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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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３．７７％。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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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２●Ｏ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国和北京市手足口病

例数的月份分布

３．ＡＦＰ病例病原构成：与２００６年相比，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脊灰病毒分离率明显下降。但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北京市ＡＦＰ病例标本中，ＮＰＥＶ分离率却逐年增
高，２００８年分离率达２０．３４％，为历年之最。对ＮＰＥＶ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病率（／１０万）；本地ＡＦＰ
病例是指发病时在北京市居住时间３个月以上，ＡＦＰ发病率指本地
ＡＦＰ病例的报告发病率

阳性标本检测ＥＶ７１和Ｃｏｘ Ａ１６，２００６年检出ｌ例

ＥＶ７１，未检出ＣｏｘＡｌ６；２００７年检出３例ＥＶ７ｌ和ｌ
例Ｃｏｘ Ａ１６；２００８年检出１８例ＥＶ７１，未检出Ｃｏｘ

２．发病时间分布：２００６年北京市本地ＡＦＰ病例

Ａ１６，其中包含ｌ例ＥＶ７１和脊灰病毒Ⅲ型混合感

数未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２００７年在１１月出现一个

染。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ｌ检测阳性数分别为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

小高峰，２００８年在７月出现一个明显的发病高峰，

年的１８倍和３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９．２１ｌ，

２００８年５一１０月本地ＡＦＰ病例数明显高于２００６年

Ｐ＜０．０１；Ｚ＝６．９２２，Ｐ＜０．０１）（表２）。

和２００７年同期本地病例数，是该年本地ＡＦＰ病例数

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１检测阳性的１８例ＡＦＰ病例全部发

大幅上升的主要时期（图１）。手足口病流行具有明

生于４—９月，其中７月是流行高峰。２００８年北京市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７Ｊ］第３２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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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病例病毒分离率（％）

表２

２００６年

病毒
分离

２００７年

讨

２００８年

病例数分离率病例数分离率病例数分离率

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报告发病率分别为
１．２０／１０万、１．２６／１０万和２．９１／１０万，高于ｗＨＯ要求
１／１０万的指标¨１；ＡＦＰ病例标本中ＮＰＥＶ分离率分
别为１１．１１％、１２．７０％和２０．３４％，符合ＷＨＯ关于实验
室监测系统敏感度要求（ＡＦＰ标本ＮＰＥＶ分离率为
１０％），表明北京市ＡＦＰ监测系统灵敏有效，所获得
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病发生率逐年增
高。２００６年呈散发态势，２００７年仅发生小范围流
行，２００８年全国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多个省市发生较
大规模的手足口病流行。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总

注：‘１例为脊灰病毒Ⅲ趔与ＥＶ７１混合感染

ＡＦＰ病例中本地病例仅占１５．８７％一２６．５５％，且２００６

ＡＦＰ高发期与手足口病高发期一致，高峰出现月份

年以前总ＡＦＰ病例数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

也与本地ＡＦＰ病例高峰月份相符（图３）。

较低水平。但２００７年后总ＡＦＰ病例数连续两年出
现较大幅度增长，本地ＡＦＰ病例数在２００７年尚无明

４

显增高，但２００８年手足口病大规模流行时，本地

２

—ｏｏｎ×一籁匿垛

０

ＡＦＰ病例相对于２００７年增加了１２５％。从流行趋势

８

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ＡＦＰ与手足口病表现出

６

相同的变化方向。

４

分析北京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ＡＦＰ与手足口发病

２

的时间分布，２００６年本地ＡＦＰ病例未表现出明显的

Ｏ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ｌ

１２

月份

图３

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手足口病和ＡＦＰ病例月份分布

季节性分布，２００７年出现一个小的发病高峰，２００８
年则出现明显的发病高峰。表明２００８年本地ＡＦＰ
病例数相对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有大幅增长，主要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１检测阳性的ＡＦＰ病例共

中于２００８年５一１０月，这段时期恰好与２００８年手足

２２例，其中２１例（９５．４５％）年龄不足２岁，平均年龄

口病高发期重叠，即２００８年５月出现手足口病发病

为１．５０岁；而３８９例ＥＶ７１检测阴性的ＡＦＰ病例中，

高峰，２个月后本地ＡＦＰ病例出现发病高峰。在时

２５８例为≤５岁的婴幼儿，平均年龄为４．３８岁。

间分布上，ＡＦＰ发病与手足口病流行可能存在一定

ＥＶ７１阳性的ＡＦＰ病例年龄明显低于ＥＶ７１阴性的

联系。

ＡＦＰ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构成比比较Ｐｅａｒｓｏｎ

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

检验Ｚ＝１７．２０，Ｐ＝０．０００；平均年龄比较￡＝一４．７３９，

ＡＦＰ病例粪便标本脊灰病毒分离率明显降低，而

Ｐ＝０．０００）（表３）。ＥＶ７１阳性的ＡＦＰ病例恰好处在

ＮＰＥＶ分离率却从１１．１１％上升到２０．３４％，ＥＶ７１检出

手足口病的好发年龄。

率从０．９３％上升到１０．１７０。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ｌ阳性的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４０９例ＥＶ７１检测阳性或阴性
ＡＦＰ病例的年龄分布

ＡＦＰ病例发病时期与同年手足口病高发期一致，发
病高峰出现月份与同年北京市本地ＡＦＰ病例高峰
月份完全一致，表明ＥＶ７１检测阳性的ＡＦＰ病例与
手足口病存在流行病学上关联。李仁清等ｂ１取２００６
年ｌ例ＥＶ７１阳性的健康儿童粪便标本和２００７年１
例ＥＶ７１阳性ＡＦＰ病例粪便标本，与２００８年７例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ＥＶ７１阳性

ＥＶ７１手足口病标本（粪便１例，咽拭子１例，疱疹液

ＡＦＰ病例与ＥＶ７１阴性ＡＦＰ病例年龄频数分布具有统计学差异

５例）进行病毒分离，做ＶＰｌ区全长测序比对，９株

（Ｐｅａｒｓｏｎｘ２＝１７．２０，Ｐ＝０．０００），均值也具有统计学差异（担．４．７３９，
Ｐ＝０．０００）；有２例ＡＦＰ病例年龄数据缺失

ＥＶ７１序列同源性为９５．９％一１００．０％，与Ａ、Ｂ、Ｃ各型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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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株比对，９株ＥＶ７１同属Ｃ４亚型，表明来源于

提高警惕。

ＡＦＰ病例的ＥＶ７ｌ和来源于手足口病例的ＥＶ７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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